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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研蔵書リスト

（調査資料は本蔵書リストに入っていたり，入っていなかったり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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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ンドブック類

土木工学ハンドブック（上巻，中巻，下巻，資料編），土木学会編，1974 年，技報堂出

版

日本大地図，万有百科大事典 22，1976，155p.

地学事典 増補改訂版，地学団体研究会編，平凡社，1981 年，1612p.

地形の辞典，日本地形学連合編，朝倉書店，2017 年，1018p.

陸水の事典，日本陸水学会編，講談社，2006 年，578p.

堆積学辞典，堆積学研究会編，朝倉書店，1998 年，470p.

◎防災論，公共論

民主的国土建設と一技術者 兼岩伝一の歩んだ道，編集：兼岩伝一君記念出版の会，1972

年，民衆社

虹に願いを 環境ルネッサンスを目指して，前川協子，2005 年，㈱アットワークス

科学者憲章，渡辺直経・伊ヶ崎暁生編，1980 年，勁草書房

国土科学，島津康男，1974 年，NHK ブック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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グローカル公共哲学 「活私開公」のヴィジョンのために，山崎直司，公共哲学叢書，

2008 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新しい「公共」をつくる 参加型地域づくりの可能性，中嶋 信，2007 年，自治体研

究社

科学技術とリスクの社会学，小島 剛，2007 年，お茶の水書房

ポスト近代の公共空間，仲正昌樹編，叢書アレテイア，2005 年，お茶の水書房

新しい価値観を求めて 京都フォーラム講演集，京都フォーラム事務局編，1991 年，

NHK 出版

木村春彦論文集，同編集委員会，1980 年，525p.

木村文庫（木村春彦先生所蔵資料をスキャンしたＤＶＤデータ），2014 年作成

大自然の力 村松郁栄教授退官記念誌，村松郁栄教授退官記念事業有志の会編・発行，

1988 年

災害に強い都市づくり，大屋鍾吾・中村八郎，1993 年，新日本出版社

くるま依存社会からの転換を 道路住民運動３５年のあゆみと提言，道路住民運動全国

連絡会編著，2011 年，文理閣

新防災都市と環境創造－阪神・淡路大震災と 21 世紀の都市づくり－，仲上健一・吉越

昭久・小幡範雄編，1996 年，法律文化社

生存のための災害学 自然・人間・文明，広瀬弘忠，1984 年，新曜社

地域計画と防火，室崎益輝，1981 年，勁草書房

地域防災計画の実務，京都大学防災研究所編，1997 年，鹿島出版社

ビル火災，室崎益輝，科学全書 4，1982 年，大月書店

地球サミットへの提言 JSA(日本科学者会議)レポート，日本科学者会議編，1992 年，

青木書店

集中豪雨 新しい災害と防災，斎藤錬一・奥田節夫・斎藤亮平，1973 年，日本放送出

版協会

世界の気候変動と農作物生産－世界食料需給事情調査報告－，昭和 49 年，農林省

気象研究ノート 第 106 号 特集：70 年代の気象学のあり方，1971 年，日本気象学会

地下水からの警告－市民がつくった地下水の本－，｢くまもとの地下水を考える会｣編集

委員会，1990 年

過疎山村と民主村政への道，日本科学者会議和歌山支部竜神調査団編著，1974 年，汐

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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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援助を必要としている人たちのための命を守る安心システム 阪神・淡路大震災

から学ぶ，（財）たんぽぽの家，1996 年，361p.

大震災 100 の教訓，塩崎賢明・西川榮一・出口俊一編，2002 年，クリエイツかもがわ，

254p.

地域防災データ総覧，災害情報編，（財）消防科学総合センター，1988 年，285p.

地域防災データ総覧，地域避難編，（財）消防科学総合センター，1987 年，327p.

防災学ハンドブック，京都大学防災研究所（編），朝倉書店，2001 年，724p.

防災事典，日本自然災害学会監修，築地書店，2002 年，543p.

大和心が日本をすくう，おもてなしの心こそ防災の原点，飯井基彦，ウインかもがわ，

2014 年，201p.

火山と原発，最悪のシナリオを考える，古儀君男，岩波ブックレット No.919，2015 年，

63p.

自然災害地研究，池田碩，海青社，2014 年，230p.

千曲川への遺言，中沢 勇，川辺書林，2013 年，127p.

「防災大国」キューバに世界が注目するわけ，中村八郎，吉田太郎，築地書館，2011

年，302p.

想定外を生まない防災科学－すべてを背負う「知の野生化」－，田中隆文編著，古今書

院，2015 年，287p.

危機の認識 地下資源のもたらすもの，木村春彦＋国土問題研究会，かもがわ出版，2000

年，143p.

市民社会をつくる，震後 KOBE 発アクションプラン，震災復興市民検証研究会，市民

社会推進機構，2001 年，354p.

防災前線，戸田俊彦，全国親書，1977 年，272p.

天災から日本史をよみなおす，磯田道史，中公新書，2014 年，221p.

「原発ゼロ」プログラム 技術の現状と私たちの挑戦，安斎育郎，舘野 淳，竹濱朝美，

かもがわ出版，2013 年，237p.

東日本大震災を教訓とした新たな共助社会の創造，三舩康道，近代消防社，2018年，187p.

◎地域論，地理，地質

地学自然地理学概説（天体・地球・鉱物岩石・地質・地形・地誌）編，木村春彦著，1965

年，関書院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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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地質誌 中部地方 改訂版，槇山・森下・糸魚川著，1975 年，朝倉書店

日本の地質５ 中部地方Ⅱ，同編集委員会編，1988 年，共立出版

日本の地質６ 近畿地方Ⅱ，同編集委員会編，1987 年，共立出版

高校地学全解，木村晴彦著，1965 年，学芸出版社

新編土木地質，小貫義男著，1968 年，森北出版

環境と地質，ピプキン・トレント著，同翻訳委員会訳，2003 年，古今書院

新編日本の活断層 分布と資料，活断層研究会編，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437p.

都市問題，99 巻 10 号 特集：どうなる？霞ヶ関の出先機関，東京市政調査会，2008

年，115p.

長良川，岐阜大学長良川研究会編，三共科学選書９，1979 年，244p.

おもろい商店街のなかのメチャオモロイみつや交流亭，片寄俊秀，みつや交流亭，2014

年，90p.

都市開発を考える，大野輝之・レイコ・ハベ・エバンス，岩波新書，1992 年，235p.

標準高等社会科地図，帝国書院編集部（編），帝国書院，1984 年，147p.

アラスカ大陸の自然と資源，東 良三，朋文堂，1944 年，323p.

◎法律

建設小六法 昭和 63 年版，学陽社編，1987 年，学陽社

都市法 現代行政法学全集 16，五十嵐敬喜著，1987 年，（株）ぎょうせい

判例公害法 追録集，谷口知平他編，1985 年，新日本法規

災害をめぐる法的諸問題の総合的研究（昭和 58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

平野克明ほか，1984 年

西名阪自動車道路 低周波公害裁判の記録 静かな夜をかえせ，同弁護団編，1989 年，

清風堂書店

憲法と暮らし－1982 年京都知事選と革新統一－，川口 是，1982 年，現代紫明社

住民訴訟論，関 哲夫著，1986 年，勁草書房

現代における法の理論と実践 黒瀬正三郎先生傘寿祝賀論文集，1986 年，法律文化社

公害と国の責任，全国公害弁護団連絡会議編，1982 年，日本評論社

水利権実務一問一答＜第二集＞，建設省河川局水政課推理調整室編著，1984 年，大成

出版社

現代都市法の状況，五十嵐敬喜著，1983 年，三省堂



5

弁護士雑考 酒見哲郎弁護士開業 30 年を祝って，莇・吉田・福井・田中編，1984 年，

法律文化社

景観保護の法的戦略 景観・アメニティに関する裁判と環境政策の形成，中島 晃著，

2007 年，かもがわ出版

法律時報 1977 年 3 月臨時増刊 現代と災害，災害総論，震災論，水害，災害問題の

政治経済学，災害と行政法，災害についての私法上の問題，日本評論社，1977 年，

384p.

馬奈木昭雄弁護士古希記念出版 勝つまでたたかう，記念出版編集委員会，花伝社，2012

年，549p.

道路構造令の解説と運用，日本道路協会，1984 年，521p.

環境訴訟の視点，森田雅之，法律文化社，1999 年，112p.

環境・医事犯罪，藤永幸治ほか（編），東京法令出版，1999 年，398p.

◎環境

地球環境問題とわたしたちの選択（90 年代の原子力発電のゆくえ）第 16 回原子力発電

問題全国シンポジウム，日本科学者会議原子力問題研究会，1990 年

地球環境保全概論，谷山鉄郎著，1991 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わが手ですばらしい天地を 環境シリーズ No.2,3,7,10,11,12,13，1977 年～1980 年，

日本環境協会

環境科学への扉，日本環境学会編集委員会，1984 年，有斐閣

人・くらし・生命が変わる EM 環境革命，比嘉照夫総監修，1994 年，綜合ユニコム（株）

エコロジカル・リゾート，朝永 彰，1993 年，学陽書房

ストップ・ザ・リゾート開発－法的戦略が地域を創る－，近畿弁護士会連合会公害対策・

環境保全委員会編著，1993 年，（株）リサイクル文化社

住民運動に役立つゴルフ場問題入門，長野 晃，1990 年，せせらぎ出版

日本ゴルフ列島，谷山鉄郎，1991 年，講談社現代新書

公害（下）－だれにでもできる公害測定－，天谷和夫，宮崎一郎，小林 勲，1971 年，

日本青年出版社青年新書

公害教育の実践 15 年の記録，鈴木頼恭，1972 年，黎明書房

裁かれる近代 建築不自由の時代，五十嵐敬喜，1985 年，相模書房

一問一答 高度浄水処理と安全な水，近畿水問題合同研究会編，1994 年，自治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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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災害とのたたかい－住みよい国土をめざして 大屋和恵遺稿集，大屋和恵遺稿集刊行の

会編集，発行，1977 年

建築不自由の時代，五十嵐敬喜，1981 年，日経マグロウヒル社

リゾートの総合的研究－国民の「休暇権」と公共責任－，鈴木 茂・小淵 港編，1991

年，晃洋書房

都市問題の視点，自治体問題研究所・都市問題研究会編，1969 年，自治体問題研究社

道路の上に緑地ができた，道路公害反対運動全国連絡会編，1985 年，文理閣

都市問題を考える－アメリカと日本－，大野輝之・レイコ・ハベ・エバンス，1992 年，

岩波新書

社会調査入門，井垣章二，1968 年，ミネルヴァ書房

廃棄物最終処分場整備の計画・設計・管理要領（2010 年改定版），（社）全国都市清掃

会議，2010, 689p.大型本

源流－レッドパージ 50 年のたたかい 21 世紀への継承－，電産東京 8.26 会 50 周年誌

刊行会編著，2000 年，光陽出版社

薬剤公害から自然を守りましょう，林政民主化共斗会議・全林野労働組合青森地本，1970，

20p.

パパも考えなくちゃ－健康もゆとりも豊かさも，分析・斉藤良夫，全国建設関連産業労

働組合連合会，206p.

埋め立て地獄の瀬戸内沿岸－開発の将来はこれでよいか－，日本科学者会議瀬戸内委員

会編，1985 年，法律文化社，251p.

恐るべき酸性雨－水と緑を破壊する複合汚染，谷山鉄郎，1989 年，合同出版，143p.

パパこっち向いて－守れていますかあなたの健康・あなたの家族，分析・斉藤良夫，全

国建設関連産業労働組合連合会，259p.

京都府レッドデータブック，京都府レッドデータ調査選定・評価委員会普及版編集委員，

サンライズ出版，2003 年，205p.

地球・生命の大進化 46 億年の物語，田近英一（監修），新星出版社，2012 年，223p.

尼崎大気汚染公害事件史，平野孝監修，日本評論社，2005 年，1005+47p.

ブループラネットを救おう，温室効果ガス 25%削減は可能か，飯井基彦，かもがわ出版，

2009 年，198p.

公害（下）－だれでもできる公害測定－，天谷和夫，宮崎一郎，小林勲，日本青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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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青年新書-2，1971 年，174p.

公害 総集編―風の軌跡―，上寺 勝，瀬戸内公害研究所，1992 年，305p.

市原野ゴミ問題 住民運動の記録，市原野ごみ裁判をすすめる会，2012 年，145p.

市原野ゴミ問題 住民運動の記録【資料編】，市原野ごみ裁判をすすめる会，2012 年，

285p.

地球サミットへの提言 JSA レポート，日本科学者会議（編），青木書店，1992 年，157p.

隠された健康障害 低周波音公害の真実，汐見文隆，かもがわ出版，1999 年，178p-.

◎経済，歴史

水経済年報 1967 年版，水利科学研究所，1966 年，546p.

水経済年報 1971 年版，水利科学研究所，1970 年，448p.

水経済年報 1972 年版，水利科学研究所，1972 年，553p.

水経済年報 1973 年版，水利科学研究所，1973 年，576p.

経済と哲学－東洋大学創立 100 周年記念論文集，佐々木哲郎・大杉八郎・児玉俊介編，

1987 年，白桃書房，103p.

経営論集第 28 号（経営学部創立 20 周年記念号），東洋大学経営学部，白桃書房，1987

年，329p.

経営論集第 29 号（経営学部創立 20 周年記念号），東洋大学経営学部，白桃書房，1987

年，216p.

公共経済の課題，岡田 清ほか 6 名著，東洋大学経済研究所，1988 年，126p.

環境経済システム論，仲上健一，実教出版，1986 年，207p.

畜産物市場と流通機構，吉田寛一，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72 年，460p.

「地方分権」と現代の地域，高島拓哉，つむぎ出版，1995 年，192p.

都市の論理 歴史的条件－げんだいの闘争，羽仁五郎，敬そう勁草書房，1968 年，627p.

人間都市宣言，角橋哲也，清風堂書店出版部，1987 年，254p.

Design with Nature, Ian L. McHarg, Doubleday/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1 年，

197p.

いいまちづくりが防災の基本－災害列島日本でめざすは“花鳥風月のまちづくり”－，

片寄俊秀，自治体問題議会政策学会叢書，ン出版，2007 年，87p.

現代と唯物論，No.7，日本科学者会議京都支部弁証法研究会編，文理閣，1982 年，123p.

光と影の庶民史 瀬戸内に生きた人びと，河野通博，古今書院，1991 年，25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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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共通資本としての川，宇沢弘文・大熊 孝編，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 年，436p.

森林の公益的機能増進基礎調査報告書（北上川，利根川，木曽三川，淀川，筑後川流域），

林野庁，1972 年，507p.

科学者からの警告 青森県六ヶ所村核燃料サイクル施設，核燃料サイクル問題を考える

文化人・科学者の会，北方新社，1986 年，160p.

21 世紀への原子力－問われる原子力政策の選択－，木原正雄・小野秀生・道下敏則編，

法律文化社，1986 年，235p.

森へゆこう 大学の森へのいざない，全国大学演習林協議会編，丸善ブックス，1996

年，166p.

◎食品

第51次農林省統計表 昭和49～50年，農林省農林経済局統計情報部編，農林統計協会，

1976 年，628p.

食品添加物読本，郡司篤孝監修，ナショナル出版，1983 年，186p.

自然食品ガイド，サンケイマーケティング編，サンケイマーケティング，1983 年，212p.

2009 年賃金白書，全国間接関連産業労働組合連合会，2009 年，231p.

汚染地帯からの報告，チェルノブイリ救援調査団（編），リベルタ出版，1991 年，105p.

オランダの持続可能な国土・都市づくり，角橋徹也，学芸出版社，2009 年，271p.

原発はいらない，小出裕章，幻冬舎ルネッサンス新書，2011 年，23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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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俊明，経済法令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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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2001 年，240p.

川辺の民主主義，大熊 孝，姫野雅義，松本 誠ほか，アットワークス，2008 年，203p.

野生生物のための河川環境管理，高橋理喜男・近藤哲也（訳），（株）環境コミュニケ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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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の自然保護とまちづくり，京都弁護士会公害対策・環境保全委員会（編），京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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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すべり・崩壊・土石流 予測と対策，武居有恒監修，鹿島出版会，1980 年，334p.



14

◎住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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